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

农办产〔2019〕13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全国农村创新创业

典型县及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农村创新创业

孵化实训基地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单位: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集聚更多的资源要素。 近年来,各地

紧扣乡村产业振兴目标,大力推进农村创新创业,涌现出一大批农

村创新创业典型县,建设了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孵化实训基

地,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为深入推进农村创新创业,

我部决定推介北京市怀柔区等 100 个县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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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创客小镇等 200 个园区为国家农村创新

创业园区,北京市平谷区北京互联农业果蔬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实

训基地等 200 个基地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农村创新创业典型县要继续强化创新引领,加强政策创设,搭

建平台载体,优化营商环境,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才提供高效优

质的服务。 建成的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孵化实训基地要继续强化

设施建设、创新管理方式、完善服务功能,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

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遴选、技术指导等服务,力争成熟一批项目、

成就一批创业者。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创新创业,强化政策扶持,

搭建平台载体,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好创新创业园区和孵化实

训基地的作用,汇聚起乡村产业振兴的磅礴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附件:1. 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典型县名单

2. 国家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名单

3. 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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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典型县名单

1 北京

怀柔区

2 天津

静海区

3 河北

宁晋县　 饶阳县∗　 馆陶县　 滦南县

4 山西

万荣县　 广灵县∗　 襄汾县　 阳泉市郊区

陵川县

5 内蒙古

杭锦后旗　 喀喇沁旗∗　 扎赉特旗∗

6 辽宁

东港市　 大石桥市

7 吉林

长春市九台区　 集安市　 蛟河市　 汪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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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黑龙江　

东宁市　 绥棱县

9 江苏

南京市溧水区　 邳州市　 常熟市　 盐城市盐都区

句容市

10 浙江　

宁波市鄞州区　 德清县　 杭州市临安区　 平湖市

11 安徽　

天长市　 当涂县　 泾县　 太湖县∗　 长丰县

12 福建　

寿宁县　 尤溪县　 安溪县

13 江西　

萍乡市湘东区　 井冈山市∗

14 山东　

邹城市　 济南市历城区　 潍坊市坊子区

东营市垦利区　 菏泽市定陶区

15 河南　

博爱县　 长垣县　 西峡县　 沈丘县∗

光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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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湖北　

枣阳市　 公安县　 安陆市　 罗田县∗

17 湖南　

长沙县　 澧县　 衡阳县　 武冈市∗

醴陵市

18 广西　

灵川县　 南丹县

19 重庆　

潼南区　 荣昌区　 忠县

20 四川　

邛崃市　 富顺县　 广元市昭化区∗　 射洪市

峨眉山市　 彭州市

21 贵州　

普定县∗　 铜仁市万山区∗

22 云南　

嵩明县　 开远市　 师宗县∗　 楚雄市

保山市隆阳区∗　 腾冲市

23 西藏　

曲水县∗　 那曲市色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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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陕西　

杨凌示范区杨陵区　 太白县∗　 榆林市榆阳区

丹凤县∗　 眉县

25 甘肃　

天水市秦州区　 景泰县∗　 玉门市

26 青海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海东市平安区∗

海西州格尔木市∗

27 宁夏　

贺兰县　 盐池县∗　 隆德县∗　 灵武市

28 新疆　

福海县　 焉耆回族自治县　 吐鲁番市高昌区

29 新疆兵团　

第十二师三坪农场

注:标∗的为贫困县,共 25 个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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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名单

1 北京

中关村创客小镇

喜鹊登科满族风情园

清华科技园·玉泉慧谷

北京泰华芦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双创园

京城老鱼(北京)农业科技观光园

北京盛世润禾园林科技创新创业园

北京华海田园天文农业科普教育创新创业中心

北京延庆区青山园

2 天津

武清区京滨玫瑰庄园

蓟州区出头岭镇双河湾食用菌产业园

3 河北

临城县凤凰岭现代农业园区

河北三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保定市徐水区德力现代农业园区

邯郸市魏县鸭梨创新创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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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唐山玉田农产品加工园区

秦皇岛市抚宁区宏都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商品肉鸡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

4 山西

山西紫团食用菌园区

临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区

大同忘忧农场

灵石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万荣县汉薛镇桃果主题园区

襄汾壹度创客空间

5 内蒙古

准格尔旗漠菇生物科技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杭锦后旗益民种业向日葵生物育种工程研究中心园区

西蒙种业科技示范园区

杭锦后旗月阳农牧产业园区

鄂托克旗赛乌素农牧业产业集约化园区

杭锦后旗大发公小麦粉生产园区

杭锦后旗俊峰奶牛养殖合作社双创园

6 辽宁

瓦房店市电商物流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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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吉林

吉林德翔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园

汪清桃源小木耳产业园

梅河口市电商产业园

白城市洮北区洮儿河红干椒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创园

梅河口市香菇创新创业产业园

舒兰市三稻粱农情园

荣发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园区

惠丽农场智慧农业创新创业园区

梨树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长春奢爱农业创新创业园区

8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农村创业创新园区

大庆市肇州经济开发区

鸡西市虎林市龙垦粮食加工有限公司双创园

黑河市爱辉区“互联网+”产业园区

绥化市北林区绿色食品电商孵化产业园(绥化市北林区滨北

正大农业集团公司)

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农业科技产业园区

9 上海

上海孙桥农业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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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固数字农业产业园

10 江苏

溧水和凤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江阴(华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邳州现代农业产业园

苏州太湖现代农业示范园

江苏省吴江现代农业产业园

海安市雅周现代农业园区

江苏省盐城市潘黄仰徐都市农业产业园

江苏省姜堰现代农业产业园

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示范园区

11 浙江

象山半岛农业星创天地

温州农业电子商务产业园

安吉笔架山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义乌市森山健康小镇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12 安徽

太和县双创园

寿县迎河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怀远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

安徽盛世百川农林双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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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市金桥湾现代农业产业园

宿州市循环经济示范园

马鞍山市金色田园创新创业园

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怀宁平山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利辛县城北镇绿色果蔬产业园

13 福建

仙游县台湾农民创业园

信迈润土尤溪电商产业园

福安市松罗尤沃高优葡萄园区

福鼎市省级现代茶业产业园

漳农公社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园

福建省永春农民创业园

14 江西

江西省南昌市武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园

彭泽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仙盖山国家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靖安县象湖湾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万载县麻田创业示范园

15 山东

平阴玫瑰高端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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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黑毛驴创新创业产业园

枣庄市山亭区豆制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荣成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五莲山-白鹭湾田园综合体

禹城市伦镇创新创业园

朱家林田园综合体

泰山茶溪谷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昌乐西瓜科技示范园

汶上县商贸物流园区

16 河南

新格林农业生态园

嵩县皂刺中药材小镇

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

河南内黄果蔬城

桐柏今达电商物流园

浉河区吴家店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海蓝循环农业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郸城县创业服务中心双创园

菊韵果香星创天地

柘城县辣椒加工物流创新创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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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湖北

襄州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荆州一米农业园

宜都市电商产业园

汉川市衣谷创新创业园

钟祥市湖北新布局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黄梅县大胜关山农村创新创业园

广水市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仙桃市电子商务运营中心

18 湖南

浏阳市两型产业园

汉寿县围堤湖蔬菜产业园

衡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茶陵县万樟园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园

祁阳县农业科技园区

双峰经开区农产品加工园

湖南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宁远县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张家界琵琶洲生态农业文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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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广东

梅州市客天下农电商产业园

广东五华科技孵化产业园

清远市稻味电子商务产业园

阳春市河朗镇(澳洲坚果)创新创业园区

广东中山高校毕业生农业创业孵化基地双创园区

20 广西

广西玉林 “五彩田园”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

广西北流市“荔乡缘”荔枝产业示范园区

广西宜州经济开发区(河池·宜州工业园区)

21 海南

琼海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

定安新竹南华综合生态养殖园区

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双创园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22 重庆

重庆市沙坪坝区农村创新创业园

重庆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市永川区圣水湖农村创新创业园

西部食谷(江津区)

重庆市铜梁区西郊农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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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农村创新创业园区

23 四川

天府优质粮油融合发展功能区

金堂县菌乡融合发展园区

梓潼县牛头山生态循环现代农业园区

孔溪小企业创业园

苍溪县创新创业园

遂宁市船山区永河现代农业园

遂宁市射洪县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园

渠县渠南-中滩柑桔现代农业园区

广安区白马柠檬创新创业园区

彭山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24 贵州

石阡县国荣生态茶叶示范园区

黔西县食用菌产业示范园区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九丰农业博览园

贵州梦润农民工下乡创业创新园区

25 云南

开远高效现代农业园

曲靖古珍生物科技开发园

砚山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综合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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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工业园区赵家湾生物产品加工区

迪庆香格里拉工业园区五凤山松茸加工片区

宜良花木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昆明泛亚花木城

云南白药丽江生态科技产业园

云南省保山市万亩生态观光农业园(保山市隆昇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瑞丽和泰绿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双创园区

云南煜欣农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药材基地

漾濞县漾江核桃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创园区

昭通电子商务创业园

26 西藏

拉萨市城关区智昭(双创)产业园区

拉萨市曲水县才纳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那曲市色尼区嘎尔德扶贫畜牧产业示范园区

27 陕西

西安市蓝田县汤苑农业科技示范园

西安市鄠邑区优优葡萄观光园

宝鸡市千阳县陕西省海升现代农业园区

渭南市富平县柿子红了产业园区

渭南市临渭区葡萄产业园

渭南市澄城县陕西润强现代农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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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岚皋县烛山现代魔芋园区

28 甘肃

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白银上河省级创业就业示范(孵化)园区

永昌县红山窑镇创新创业园

白银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甘肃融诚正宁共享未来农场产业园

甘肃省酒泉市玉门祁连清泉万亩人参果基地

29 青海

青海大学科技园

青海启迪之星创业园区

天峻县科技创业园

中国农业公园·苏弥山庄(青海芝润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柴达木青年创业园

“创客青海”众创空间

30 宁夏

金凤区青源食药用菌创新创业园区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红树莓扶贫产业园

宁夏丰植源花卉双创产业园

宁夏银川市灵武市新华桥粮食物流园区

宁夏红双赢粮油食品种植加工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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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国隆药业有限公司农村创新创业园

31 新疆

霍城县中小企业创业园

丝路农科科技企业孵化园

温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焉耆工业园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新疆新创高科农村创新创业园

深喀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81—



附件 3

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名单

1 北京

北京互联农业果蔬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北京华海田园天文农业科普教育创新创业中心

北京窦店恒升肉牛产业技术孵化实训基地

锦会有机农庄孵化实训基地

美菜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北京农学院大学科技园孵化实训基地

2 天津

蓟州区生态农业互联众创空间孵化实训基地

津南区迎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孵化实训基地

天津科大食品保鲜与加工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3 河北

新苑阳光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保定市佳禾孵化实训基地

邯郸滏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孵化实训基地

承德市滦平县周台子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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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市桲罗村镇食用菌产业孵化基地

辛集市食用菌星创天地

泊头亚丰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邯郸市永年区硅谷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4 山西

长治市上党区振兴小镇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山西祁县电子商务孵化实训基地

陵川县公共孵化基地

临汾市曲沃县君特食品有限公司创业基地

万荣县薛里香菇产业孵化实训基地

安泽县府城镇飞岭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右玉县高新技术产业双创示范基地

5 内蒙古

内蒙古杭后工业园区孵化实训基地

内蒙古恒信通惠工贸有限公司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孵化实训基地

赤峰和润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6 辽宁

抚顺市农业特产学校姚家实习基地

大石桥市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瓦房店市电子商务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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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富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沈阳农业大学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7 吉林

长春国信现代农业孵化实训基地

正方农牧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吉林省皇家鹿苑创业园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梨树县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惠丽农场智慧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榆树市坤泰创业创新孵化基地

长春春徽现代农场孵化实训基地

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孵化实训基地

吉林省东鳌鹿业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吉林省晟华农村电商创业服务孵化基地

8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星光农业科技园

牡丹江市海林市电商创业园

佳木斯市桦南县孙斌鸿源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园区

绥化市安达市三木养殖专业合作社孵化实训基地

双鸭山市宝清县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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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海

上海宏烨农机专业合作社孵化实训基地

上海彰显渔业专业合作社孵化实训基地

10 江苏

艾津新农人星创天地

江阴市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

邳州市健康食品产业园

冯梦龙村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金丰众创空间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江苏碧护创业创新孵化实训基地

华东森林产品电商城孵化实训基地

后白福源电子商务创业园

张家港市永联村培训中心

11 浙江

温州万科农业实训基地

嘉兴市桐乡崇福农创园

金华永康菇尔康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孵化实训基地

丽水市青田县中药材生产实训基地

湖州市吴兴区浙江玲珑湾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嘉兴天禾新农孵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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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徽

大圩游客接待中心孵化实训基地

盛农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定远县网萌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安徽盛世百川农林科技孵化实训基地

潜山市思迈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安徽铜草花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宣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业基地

池州市杏花村文化旅游区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13 福建

福建省招宝生态农庄

八马茶业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福州·福清市相思岭大学生农创基地

寿宁县众创空间

龙海市鹭凯生态庄园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晋江市九九星创天地

14 江西

江西南昌煌上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贵溪市金土地生态农业创业孵化基地

余干县青海水产养殖实训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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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川县安村茶厂孵化实训基地

仙盖山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15 山东

菏泽云众创创业孵化基地

乳山市德泰银海创业孵化基地

益菇园循环农业创业创新孵化实训基地

河东区珍林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孵化实训基地

山东思远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山东华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德州世纪风园艺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东阿县荣康石磨面业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滕州市恒裕食品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生源冬枣标准化生产实训基地

田家四姐妹联农带农孵化基地

绿丰农业公司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16 河南

新格林农管家智慧农业星创天地孵化实训基地

“甜蜜世界”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汝州同富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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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水投华锐水产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世纪香食用菌孵化实训基地

柘牛一牧安格斯种牛繁育场

河南省潢川县鑫永生生态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郸城县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实训基地

焦作市五里源丑鸭双创孵化实训基地

鄢陵县花艺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西峡农村电商产业培训孵化实训基地

17 湖北

湖北华商农业科技孵化实训基地

南漳县水镜科技园孵化实训基地

荆州富阳集团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京山市金瑞“梦想工厂”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湖北祥汇科技孵化实训基地

武穴市现代农业示范中心孵化实训基地

咸宁市强农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潜网生态小龙虾产业园集团孵化实训基地

18 湖南

湖南湘都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汉寿县龙阳镇华诚蔬菜专业合作社孵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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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衡缘物流孵化基地

湖南朱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湖南碧之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永州市农村党员和青年农民培训孵化实训基地

永顺县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城步华兴碳酸钙玉米淀粉可食用环保餐具产业园孵化实训基地

湖南军杰食品科技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湖南健缘中医药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神农金康青钱柳科技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19 广东

欧梵闯越众创空间孵化实训基地

梅州市金绿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梅州市云电商生态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河源市连平县华沙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广东金颖农科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青年互联网创业园(曲界站)中国菠萝电商产地直供基地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大学生(孵化)基地

20 广西

横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孵化实训基地

北流市里凤强大养牛专业合作社孵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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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容县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广西百色新农人孵化实训基地

21 海南

嘉积镇灵芝蘑菇产业扶贫基地

定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2 重庆

重庆柚美时光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垫江县)

稻梦空间创业孵化基地(潼南区)

橘香悦动村(长寿区)孵化实训基地

永川秀芽众创空间

南川玉带悦意生态园(中组部、农业农村部实用人才培训基地)

丰都县阳光双创孵化实训基地

西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23 四川

农信科创-农业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梓潼县科技孵化中心

广汉市大学生生态农业创新创业园

广元市天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猕猴桃实训基地

遂宁市安居 524 红苕有机生态核心孵化实训基地

四川凤栖谷生态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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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县“稻田+”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广安缪氏农业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鹰歌葡萄产业园

四川丹棱琨玉珑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24 贵州

贵州贵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普定县绿源苗业开发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25 云南

云南昆明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孵化实训基地

昭通电子商务创业园孵化实训基地

云南迪思企业集团坚果有限公司孵化实训基地

“户联小镇”富宁县电子商务智慧园孵化实训基地

建水县红森生态有限责任公司农村创业孵化基地

怒江高黎一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农业孵化实训基地

祥云县泰兴特色农业科技创业园孵化实训基地

会泽禾农中小企业孵化实训基地

元谋现代种业科技园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26 西藏

拉萨市羊达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拉萨市曲水智慧净土众创空间孵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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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昌都市卡若区秀龙双创中心孵化实训基地

27 陕西

榆林市神木市长青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咸阳市礼泉县白村三农培训基地

延安市黄龙县脱贫攻坚示范基地

宝鸡市千阳县海升苹果田间大学创业培训基地

宝鸡市太白县太白中蜂产业生态示范园孵化实训基地

28 甘肃

武山县蔬菜产业科技示范园区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天水智能众创科技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永昌县“具创”农村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甘肃中进邦农农贸有限公司创业就业孵化示范基地

甘肃远发牧业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金塔县全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29 青海

青海启迪之星孵化实训基地

青海大学科技园孵化实训基地

青海生科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海东市平安区电商发展孵化实训基地

格尔木“苏弥山下”有机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92—



30 宁夏

宁浙电商创业园孵化实训基地

宁夏魅力良田智慧农业孵化园

灵武市三园草制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孵化实训基地

西吉县心雨林下经济创业园孵化基地

宁夏江南好电子商务交易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中卫市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31 新疆

新疆红旗坡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新疆农科星创天地实训基地

北庭丝路孵化实训基地

额敏(兵地、辽阳)工业园区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吐鲁番市高昌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

焉耆县宏福物流园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黄花沟农业产业化园区基地

32 新疆兵团

北泉镇科创大厦创享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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